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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19年第二批立项建设资源库项目名单 

编号 名称 主持单位 

2019-01 影视动画 

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

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

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02 煤化工技术 

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

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

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03 临床医学 

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

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

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04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

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

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

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05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

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

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全国建材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

2019-06 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 

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

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

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07 物流信息技术 

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

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全国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

2019-08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

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

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

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09 人力资源管理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

2019-10 

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

子库—— 徽派技艺

传承与创新 

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

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

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11 

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

子库——“一带一路”

贸易文化传承与创新 

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

黎明职业大学 

中国商业史学会 

2019-12 建筑室内设计 

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

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

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

2019-13 空中乘务 

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

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

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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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14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

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

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15 铁道机车 

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

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

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16 供用电技术 

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

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

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17 景区开发与管理 

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

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

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

2019-18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

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

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

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19 

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

子库——中华茶文化

传承与创新 

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

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

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20 食品质量与安全 

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

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

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

2019-21 

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

子库——陶瓷文化传

承与创新 

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

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

2019-22 汽车电子技术 

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

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

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23 工业设计 

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

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

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24 
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

术 

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

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
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25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

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

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

2019-26 室内艺术设计 

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

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

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27 

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

子库——中国烙画艺

术传承与创新 

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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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28 

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

子库——扬州“三把

刀”文化及传统技艺

传承与创新 

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

2019-29 道路养护与管理 

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30 无人机应用技术 

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

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

2019-31 计算机信息管理 

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

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

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32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

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

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33 

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

子库——中国丝绸技

艺民族文化传承与创

新 

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

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

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34 商务英语 
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

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

2019-35 小学教育 

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

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2019-36 

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

子库——中国戏曲表

演艺术传承与创新 

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37 化妆品技术 

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

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

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

2019-38 社会工作 

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

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

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39 助产 

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

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

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

2019-40 安全技术与管理 

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

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

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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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41 

民族文化与传承创新

子库--古建保护技艺

传承与创新 

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

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

2019-42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

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43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 

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

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

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

2019-4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

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

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

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

2019-45 广告设计与制作 

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
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

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46 汽车智能技术 

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

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

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

2019-47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

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

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

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

会 

2019-48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

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

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

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49 机械设计与制造 

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

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

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50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

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

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

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

2019-51 精细化工技术 

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

中国化工教育协会 

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52 工商企业管理 

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

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

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53 黑色冶金技术 

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

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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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54 财务管理 

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

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

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55 口腔医学技术 

淄博职业学院 

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

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

2019-56 畜牧工程技术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

2019-57 智能交通技术运用 

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58 石油化工技术 

东营职业学院 

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59 动物药学 

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

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

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

2019-60 飞行器制造技术 
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

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61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

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62 建设工程管理 
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

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-63 市政工程技术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

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64 农业经济管理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

2019-65 文秘 

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

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

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

2019-66 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 

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

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67 

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

子库——少数民族服

装与服饰传承与创新 

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

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

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68 环境艺术设计 

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

济南职业学院 

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69 港口与航运管理 

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

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

滨州职业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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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70 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 
济南职业学院 

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71 园林工程技术 

潍坊职业学院 

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

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72 矿井通风与安全 
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中国煤炭教育协会 

2019-73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

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

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

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

2019-74 报关与国际货运 
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

全国报关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

2019-75 会计信息管理 

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

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76 有色冶金技术 
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

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 

 


